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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Abstract: An intelligent digital control device for wine temperature in

cludes a tub (10), a semiconductor cooling/heating device (20), a thermal
sensing device (30) and a digital control panel (40) When the wine bottle is
put in the tub (10), the semiconductor cooling/heating device (20) is activated
to start cooling if the setting temperature is higher than the wine temperature
The semiconductor cooling/heating device (20) begins warming when the
wine temperature decreases below the setting temperature When the wine
bottle is put in the tub (10), the semiconductor cooling/heating device (20)
is activated to start heating if the setting temperature is lower than the wine
temperature The semiconductor cooling/heating device (20) begins warming
when the wine temperature increases over the setting temperature The intel
ligent digital control device senses the temperature of the wine bottle disposed
in the tub (10), and thereby intelligently controls the increasing or decreas
ing of the temperature in the tub (10) by reasonably arranging the position
among the thermal sensing device (30), the semiconductor cooling/heating
device (20) and the tub (10), so that the wine in the wine bottle can be ad

圈 3 /Fig. 3 justed to proper temperature, and the condition of the wine temperature can
be further directly reflected with digital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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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摘要

神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包拈桶休 (10)、半旱休制冷 /熟裝置 (20)、溫度感測裝置 (30)以及數碑控制面板 (40)

舀把酒瓶友放入桶休 ( 10) 內后 如果投定溫度高于酒溫則激活半早休制冷 I熟裝置 (20) 升始制冷。降低擠溫到

役定溫度后 升始保溫。圭把酒瓶友放入桶休 ( 10) 內后 如果役定溫度低于酒溫則激活半守休制冷 /熱裝置 (20)

升始加然 。刊高酒溫到投定溫度后，升始保溫。咳智能數碑酒溫控制裝置通迂合理布置溫度感測裝置 ( 30) 半早

休制冷 熟裝置 (20) 勻桶休 ( 10) 同的位置 感測放置于桶休 ( 10) 內的酒瓶溫度伙而智能控制桶休 ( 10) 內升

溫和降溫 以便能移將酒瓶中的酒吏准硝地碉整到活宜溫度 井能夥迸一步利用數碑昱示百接反映酒溫狀況。



技木領域

本友明涉及一神酒溫器領域技木，特別是指一神具有半早休功悉
制冷 熟裝置的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

背景技木

隨看人們生活水乎的不斷提高，肘砍食文化也越宋越有阱究，目
前，市切上出現各神各佯的扛酒、白酒等品牌酒，而鈍大一部分品牌
酒在酒溫的不同情形下其口感也隨之不同，故品當肘通常合涉及到酒
溫杭宋稠拭酒溫 厥名思又，酒溫析是用于控制酒溫狀況所作之投汁，
估統的酒溫析一般是酒瓶放置于一內腔中，利用溫度感匝器採共直接
跟估熟內桶壁接蝕，或者是固定在其底部勻估熟內桶壁投有一隔尾接
舢，如此，在使用迂程中，不能准碗地反映酒溫的突阮溫度，造成使

中固寺利骨 200520 1326796 公升了一神容器酒 砍料半早休制
冷、熱器，其只是公升了利用半早休制冷 熟投各及通迂 L D 昱示綜
合這用原理解決稠整溫度之河題，但是，溫度洲量枸件也是采用估統
的直接安置方式，同梓存在不能准碗地反映酒 砍料瓶溫度的寞阮溫
度，故本申清人盔于此，依咳寺利之原理特提出本友明申清。

投明內容

本炭明主要目的在于提供一神智能數碉酒溫州控裝置，其藉由是
恰圭合理安置溫度感洲裝置、半早休制冷 熱裝置勻桶休同的位置夫
系，使其相匝感洲放置于桶內的酒瓶的溫度而智能控制桶內降溫或升
溫，以便將酒瓶中酒能膨更准碗地稠整到造宜投定溫度，使酒的味道
具有較佳的口感 同肘利用數碉昆示直接反映酒溫狀況，保征即肘反
映酒溫狀況，伙而迭到使用方便性之功效。

力寞現上迷之目的，本友明采取如下技木方案
一神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其包括
一桶休，核桶休由可供酒瓶瓶身插入的內桶以及包覆于咳內桶的

外亮枸成，核內桶包括金肩桶壁和勻咳金厲桶壁鉑熟且能移接舶酒瓶
底部的金厲桶底枸成

一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其投置于金厲桶壁勻外亮之阿的空腔中，
其中核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包括一半早休制冷 熟片、一散熱模坦以及



一用于控制半早休制冷片和散熟模組工作的冉控制模組枸成，核半早
休制冷 熟片附于金厲桶壁外側上，以控制金屑桶壁的溫度 核散熟
模狙投于半早休制冷 熟片的后側

一溫度感測裝置，其投置于金厲桶底下方，用于感洲金厲桶底的
溫度而間接地了解酒瓶的溫度 核溫度感洲裝置勻上迷屯控制模組冉
達接 以及，一數昭控制面板，其嵌投于外亮上，咳數昭控制面板由
數昭昱示屏及操釗按鍵組枸成，核數硝昱示屏、操釧按鍵粗分剔勻上
迷冉控制模組冉達接。

所迷冉控制模坦包括冉源供冉冉路、車片柳控制系統冉路以及錐
冉器控制冉路，咳冉源供砲喧路用于哈革片析控制系統塢路和數昭屈
示屏的上喧，而核卓片析控制系統冉路勻溫度感洲裝置、操臥按鍵坦、
雛咄器控制屯路屯達接，核錐冉器控制喧路勻上迷半早休制冷 熱片、
散熟模組唱達接，其中，由溫度感洲裝置、操扒按鍵組提供冉荊弓給
草片析控制系統啦路，鋒卓片杭控制系塢路她理后控制錐冉器控制屯
路工作，迸而由錐冉器控制冉路肘半早休制冷 熟片迭擇制冷或加熟
工作迸行控制。

所迷咀源供屯咀路上逐連接一溫度保折冉路。

所迷溫度感洲裝置力感溫哉。

所迷金厲桶底力鋁材旗。

成。

所迷金厲桶壁勻金厲桶底之何具有鉑熟材料屋。

一神智能數碑酒溫控制裝置，其包括
一桶休，核桶休由可供酒瓶瓶身插入的內桶以及包覆于咳內桶的

外亮枸成，核內桶由一休拮枸的金厲桶壁和金厲桶底枸成，核金厲桶
壁內側上愚投有一勻金厲桶壁阿鍋熱且能移接蝕酒瓶外側的彈性金
屑臂

一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其投置于金厲桶底勻外亮之間的空腔中，
其中核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包括一半早休制冷 熱片、一散熱模組以及
一用于控制半早休制伶片和散熟模組工作的取控制模組枸成，咳半早
休制冷 熱片附于金厲桶底下方上，以控制金厲桶底的溫度 核散熱
模坦沒于半早休制伶 熟片的下方

一溫度感測裝置，其投置于彈性金厲臂內側，用于感洲彈性金厲
臂的溫度而同接地了解酒瓶的溫度 咳溫度感洲裝置勻上迷啦控制模
組屯連接 以及，

一數碉控制面板，其嵌投于外亮上，咳數硝控制面板由數昭昱示
屏及操執按鍵坦枸成，核數昭屍示屏、操執按鍵坦分別勻上迷咄控制
模坦啦達接。



所迷喧控制模狙包括啦源供冉屯路、革片帆控制系統屯路以及雛
啦器控制冉路，咳啦源供屯冉路用于鑰草片帆控制系統咄路和數碉昱
示屏的上啦，而咳車片析控制系銑冉路勻溫度感洲裝置、操執按鍵組、
錐屯器控制啦路冉連接，咳雛冉器控制屯路勻上迷半早休制冷 熱片、
散熟模組冉達接，其中，由溫度感洲裝置、操執按鍵組提供咀珮骨鈴
車片析控制系統冉路，鋒卓片杭控制系喧路她理后控制錐屯器控制咄
路工作，迸而由錐冉器控制冉路肘半早休制冷 熟片逝擇制冷或加熟
工作迸行控制。

所迷喧源供冉屯路上迂連接一溫度保折屯路。

所迷溫度感洲裝置力感溫錶 。

所迷彈性金厲臂力鋁材廈。

成。

所迷金厲桶壁勻彈性金厲臂之同具有餡熟材料尾。
一神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其包括

及包覆于咳兩介內桶的外亮枸成，每介內桶由一休結枸的金肩桶壁和
金厲桶底枸成，核金屑桶壁內側上固投有一勻金屑桶壁同鉑熟且能移
接舢酒瓶外側的弧狀金厲片

一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其投置于金厲桶壁勻外亮之回的空腔中，
其中咳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包括兩抉半早休制冷 熟片、兩介散熟模坦
以及一用于控制上迷各半早休制冷 熟片和散熟模組工作的屯控制模
坦枸成，核丙映半早休制冷 熱片附于相咐匝的金厲桶壁外側上，以

控制各金屑桶壁的溫度 咳兩介散熟模組分別投于相肘匝的半早休制
冷 熟片后側

兩溫度感洲裝置，其分別肘匝投置于上迷兩介內桶申的弧狀金屑
片內側，用于感洲弧狀金屑片的溫度而同接地了解酒瓶內酒的溫度
咳溫度感洲裝置勻上迷冉控制模組喧達接 以及，一教碉控制面板，
其嵌投于外亮上，核數碉控制面板由數昭昆示屏及操臥按鍵組枸成，
核數碉昆示屏、操扒按鍵狙分別勻上迷屯控制模組冉連接。

所迷冉控制模組包括咀源供冉冉路、卓片析控制系統冉路以及丙
介雛咀器控制咀路，核屯源供屯咄路用于哈革片帆控制系統冉路和數
碉昆示屏的上喧，而核車片帆控制系統屯路勻溫度感洲裝置、操圳按
鍵組、兩介錐屯器控制冉路啃達接，核兩介錐屯器控制冉路勻上迷肘
匝的半早休制冷 熟片、散熟模姐咄達接，其申，由溫度感洲裝置、
操圳按鍵坦提供屯珮骨哈羊片杭控制系統屯路，鋒卓片杭控制系喧路
她理后控制上迷兩介錐屯器控制咄路工作，迸而由各錐喧器控制啦路



所迷冉源供啦冉路上逐達接
所迷溫度感洲裝置力感溫域 ．

所迷弧狀金厲片力館材辰。

成。

本友明之仇魚是藉由合理安置溫度感洲裝置、半早休制冷 熱裝
置勻桶休同的位置夫系，使其感洲放置于桶內的酒瓶溫度而智能控制
桶內降溫或升溫，以便將酒瓶中酒能移更准碼地凋整到造宜投定的溫
度，使酒的味道具有較佳的口感 同肘通迂溫度感洲裝置配合金厲材
辰部件共同配合的情形下感測酒瓶溫度，能膨得到更准硝地反映酒
溫，且迸一步利用數碉昆示直接反映酒溫狀況，伙而迭到使用方便性
之功效。

附團協明

團 是本岌明之外溯分解堵枸突施例 一
團 2 是團 坦合鈷枸示意團
團 3 是團 初拮枸示意團
團 4 是本寞施例之再路原理鈷枸示意團
團 5 是本友明之外硯分解拮枸宴施例 二
團 6 是圍 5 坦合鈷枸示意團
團 7 是團 秘拮枸示意團
團 8 是本突施例之再路原理拮枸示意團
團 9 是本友明之外硯分解鈷枸示意團 三
團 10 是圍 9 組合鈷枸示意團
團 11 是團 0 剖初結枸示意團
團 12 是團 9 另一初角剖初拮枸示意團
團 13 是本施例之啦路原理拮枸示意圍。

具休宴施方式

下面拮合附團勻具休突施方式射本友明作迸一步描迷。

寞施例 1
如團 1 至團 七所示，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包括一桶休

10、一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 20、一溫度感洲裝置 30 以及一數昭控制
面板 40，其中



桶休 10，核桶休 0 由可供酒瓶瓶身插入的內桶 以及包覆于
核內桶 1 的外亮 2 枸成，核內桶 11包括金厲桶壁 1 和勻核金厲
桶壁 鉑熟且能移接蝕酒瓶底部的金厲桶底 2 枸成，咳金厲桶底
1 2 逝用侶材廈尤佳。所迷金屑桶壁 1 占金厲桶底 2 之同具有鈍
熟材料尾，以迭到隔熟功效，提高洲拭數据的准碗性。

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 20，其投置于金屑桶壁 勻外亮 12 之同
的空腔中，其中咳半早休制冷 熱裝置 20 包括一半早休制冷 熟片 21
一散熟模組 22 以及 用于控制半早休制冷 熱片 21和散熱模鍋 22 工
作的屯控制模坦 23「枸成，咳半早休制冷 熱片 21 附于金厲桶壁 1

外側上，以控制金厲桶壁 11 的溫度 咳散熟模組 22 由散熟轄片 221
和投置于散熱轄片 221后側的散熟凡扇 222 枸成，核散熟轄片 221投
于半早休制冷 熟片 21 的后側，以迭到散熟功效，起到保扣半早休制
冷 熟片正常工作。

溫度感洲裝置 30，可以是感溫鐵，其投置于金厲桶底 112 方，
用于感洲金厲桶底 112 的溫度而同接地了解酒瓶的溫度 核溫度感洲
裝置 30 勻上迷冉控制模組 23 冉連接。

數碉控制面板 40，其嵌投于外克 12 ，核數碉控制面板 40 由
數昭屍示屏 4 及操執按鍵組 42 枸成，核數昭昆示屏 4 可以是 L

其勻操臥按鍵坦 42 分別同上迷冉控制模組 23 喧達接。

所迷冉控制模組 23 包括屯源供屯屯路 23 、革片杭控制系統冉

路 232 以及雛冉器控制冉路 233，核啦源供屯祠路 231用于鑰羊片析
控制系統咀路 232 和數昭昱示屏 4 1 的上屯，而咳革片析控制系統屯
路 232 勻溫度感洲裝置 30、操臥按鍵組 42、錐屯器控制咄路 233 冉

達接，咳錐冉器控制冉路 233 勻上迷半早休制冷 熟片 2 、散熱模組
22 冉連接，其申，由溫度感測裝置 30、操執按鍵坦 42 提供屯珮弓哈
卓片桐控制系統冉路 232，鋒車片帆控制系屯路 232 她理后控制錐咀
器控制冉路 233 工作，迸而由錐咄器控制屯路 233 肘半早休制冷 熟
片 21逝擇制冷或加熟功能迸行工作控制。所迷屯源供喧屯路 23 上
胚連接一溫度保折屯路 234

本宴施例之工作原理 先將裝有酒的酒瓶直接放入內桶 11 中，
核酒瓶的瓶底勻金厲桶底 112 可大面秧接蝕，其中，由金厲桶底 112

下方投置的溫度感洲裝置 30 直接感洲到酒瓶底部的溫度而汁算出酒
寞阮溫度，再迸一步通迂數昭昱示屏 4 直接反映出未，故，如投置
溫度高于酒溫則激活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 20 升始工作，使其制冷 熱
片 2 逝擇制冷功能，伙而影晌到金厲桶壁 11 的溫度下降，也就降
低內桶 1 1 內的溫度 ，隨之酒溫升始下降，舀酒溫降到沒定溫度后即
升始保溫。反之，如投置溫度低于酒溫肘則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 20 升
始工作，使其制冷 熟片 21迭擇加熟功能 ，爪而影晌到金厲桶壁 11



的溫度上升，伙而內桶 內的溫度上升使酒溫也升始上升，舀酒溫
上升到役定溫度后即升始保溫。

金厲桶底接舶的酒瓶溫度，逃而由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通迂智能控制
桶內降溫或升溫之方式，以便將酒瓶中酒稠整到造宜溫度，使酒的味
道具有較佳的口感 同肘利用數昭昆示直接反映酒溫狀況，伙而迭到
使用方便性之功效。

突施例 2

如團 至團 8 所示，一神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包括一桶休
50、一半早休制冷 熱裝置 60、一溫度感測裝置 70 以及一數碉控制
面板 80，其中

桶休 50，核桶休 50 由可供酒瓶瓶身插入的內桶 5 1 以及包覆于
核內桶 5 1 的外亮 52 枸成，咳內桶 5 1 由一休拮枸的金厲桶壁 5 1 和
金厲桶底 5 12 枸成，咳金厲桶壁 5 11 內側上愚投有一勻金厲桶壁 5

回鉑熟且能移接舢酒瓶外側的彈性金屑臂 53，其逝用侶材廈尤佳
所迷金厲桶壁 5 11 勻彈性金厲臂 53 之同具有餡熟材料屋。

半早休制冷 熱裝置 60，其沒置于金屑桶底 5 2 勻外亮 12 之回
的空腔中，其中核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 60 包括一半早休制冷 熱片 6

一散熟模組 62 以及一用于控制半早休制冷 熱片 6 1 和散熟模組 62

作的塢控制模組 63 枸成，核半早休制冷 熱片 6 附于金厲桶底 5 2

下方上，以控制金屑桶底 5 2 的溫度 咳散熟模組 62 由散熟鐘片 62 1
和投置于散熟鑽片 621 后側的散熱凡扇 622 枸成，咳散熟轄片 621 投
于半早休制冷 熱片 6 1 的下方，以迭到散熟功效，起到保折半早休制
冷 熱片正常工作。

溫度感洲裝置 70，可以是感溫找，其投置于彈性金厲臂 5 3 內側，
用于感洲彈性金厲臂 53 的溫度而河接地了解酒瓶的溫度 核溫度感
洲裝置 70 勻上迷屯控制模組 63 咀連接。

數碉控制面板 0，其嵌投于外亮 52 ，咳數硝控制面板 80 由
數碑昱示屏 8 及操臥按鍵組 82 枸成，核數昭昱示屏 8 可以是 L

其勻操釧按鍵組 82 分別勻上迷喧控制模組 63 屯連接。

所迷冉控制模組 63 包括喧源供屯咀路 63 、卓片析控制系統屯
路 632 以及錐均器控制冉路 633 ，咳冉源供冉屯路 631用于鑰草片柳
控制系統屯路 632 和數碉昱示屏 81 的上咀，而咳革片帆控制系統冉

路 632 勻溫度感洲裝置 70、操叛按鍵坦 82、錨屯器控制屯路 633 均
遵接，核批啦器控制屯路 63 占上述半早休制冷 熱片 6 1、散熱模組
62 冉遵接，其中，由溫度感洲裝置 70、操趴按鍵組 82 提供冉珮青鈴
革片帆控制系統屯路 632 ，鋒草片析控制系冉路 632 她理后控制雛屯
器控制唱路 633 工作，迸而由錐咄器控制喧路 633 肘半早休制冷 熟



片 6 迭擇制冷或加熟工作迸行控制。所述冉源供冉屯路 6 3 上逐達
接一溫度保折啦路 3 4

核寞施例工作原理 先將裝有酒的酒瓶直接放入內桶 5 中，核
酒瓶的瓶的瓶身勻彈性金厲臂 5 3 接舢，其申，由彈性金厲臂 5 3 內側

5 投置的溫度感洲裝置 70 直接感洲到酒瓶的瓶身溫度而汁算出酒寞阮
溫度，再迸一步通迂數昭昱示屏 8 直接反映出來，故，如投置溫度
高于酒溫則激活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 7 0 升始工作，使其制冷 熟片 6 1

迭擇制冷功能，伙而影晌到金屑桶底 5 12 的溫度下降，也就降低內桶
內的溫度，隨之酒溫升始下降，舀酒溫降到投定溫度后即升始保

0 溫。反之，如投置溫度低于酒溫吋則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 7 0 升始工作，
使其制冷 熟片 1逝擇加熟功能 ，爪而影晌到金厲桶底 5 2 的溫度上
升，伙而內桶 內的溫度上升使酒溫也升始上升，舀酒溫上升到投
定溫度后即升始保溫。

。
鋒測拭，在 C室溫下外接火牛供唱 ，激活冉源升夫后 ，L D 屍

示的溫度力溫度感洲裝置洲拭酒的初始溫度 ，因桶內預波的溫度力
。

1 C ，高于 C 升始制冷 考虎前 3 分綁 L 昱示的酒溫度數掘
不稔定 ，洲拭三分綁后棲的數据力依据 舀投置的溫度低于酒溫吋
槐器自功迸入制冷狀悉 ，6 0 分餌可將 7 5 L 鉅酒酒溫降低 5 + 。

C ，
0 分舛后可再降低夠 5 o土 C 。舀投置的溫度高于酒溫肘 ，析器 自功

r 迸入加熱狀悉 ，在 2 5 C室溫下外接火牛供冉 3 0 分紳可將 7 5 L 狂酒
酒溫升高 3 + c 60 分紳可再升高 3 5C

本安施例勻寞施例 不同之她在于 本突施例是通迂溫度感溫裝
置感測彈性金屑臂溫度來栓洲勻彈性金厲臂接絀的酒瓶溫度，迸而由
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通迂智能控制桶內降溫或升溫之方式，以便將酒
瓶中酒稠整到造宜溫度，使酒的味道具有較佳的口感 其申，半早休
制冷 熱裝置投于金厲桶底下方，本岌明同肘利用數碉昱示直接反映
酒溫狀況，爪而迭到使用方便性之功效。

寞施 3

如團 9 至圍 所示，一神智能數硝酒溫控制裝置，包括一桶休
、一半早休制冷 熱裝置 200 、丙溫度感洲裝置 300 以及一數碉控

制面板 400 ，其中
桶休 0，核桶休 00 由兩介井列投置且用以供酒瓶瓶身插入的

內桶 101 以及包覆于核兩介內桶 0 1 的外亮 102 枸成，每介內桶 10

由一休鈷枸的金厲桶壁 103 和金厲桶底 104 枸成，核金厲桶壁 103 內

側上固投有一勻金厲桶壁 0 3 阿鈍熟且能膨接舢酒瓶外側的弧狀金
厲片 ，其迭用侶材辰尤佳 所迷金厲桶壁 103 勻弧狀金屑片 105

之同具有鉑熱材料尾。所迷各金屑桶壁 10 k愚投有一彈性卡掣片
6，起到迸一步卡紫酒瓶之功效。



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 200，其投置于金厲桶壁 03 勻外亮 102 之
同的空腔中，其中核半早休制冷 熱裝置 200 包括兩抉半早休制冷
熟片 20 、兩介散熱模組 202 以及一用于控制上迷各半早休制冷 熟
片 20 1和散熟模組 202 工作的冉控制模組 203 枸成，核兩坎半早休制
冷 熟片 20 附于相肘匝的金厲桶壁 103 外側上，以控制各金屑桶壁
103 的溫度 核兩介散熟模坦 202 分別投于相肘匝的半早休制冷 熟
片 201 后側，且核散熟模組 202 由散熟鐘片 204 和投置于散熱轄片
204 后側的散熟凡扇 205 枸成，以迭到散熱功效，起到保折半早休制
冷 熟片正常工作 。

兩溫度感洲裝置 300 ，可以是感溫我，其分別肘匝投置于上迷兩
介內桶 101 中的弧狀金厲片 05 內側，用于感洲弧狀金屑片 0 的溫
度而同接地了解酒瓶的溫度 核溫度感洲裝置 300 勻上迷冉控制模坦
203 咀連接。

教硝控制面板 400，其嵌投于外亮 102 上，核數硝控制面板 400

由數昭昱示屏 40 及操圳按鍵 402 組枸成，咳數硝昱示屏 401 、操臥
按鍵組 402 分別勻上迷冉控制模組 203 取連接。

所迷屯控制模組 203 包括屯源供冉啦路 206、車片杭控制系統冉

路 207 以及兩介錐冉器控制咄路 208 ，咳屯源供冉啦路 206 用于哈羊
片帆控制系統冉路 207 和數昭昆示屏 401 的上屯，而咳草片析控制系
統屯路 207 勻溫度感洲裝置 300、操執按鍵坦 402、兩介錐冉器控制
屯路 208 冉達接，咳兩介錐屯器控制咄路 208 勻上迷肘匝的半早休制
冷 熟片 20 、散熱模組 202 冉遵接，其中，由溫度感洲裝置 300、操
執按鍵組 402 提供咀珮骨哈草片析控制系統喧路 207 ，鋒羊片析控制
系冉路 207 她理后控制上迷兩介鑑塢器控制屯路 208 工作，迸而由各
雛咀器控制屯路 208 肘所達接的半早休制冷 熟片 201迭擇制冷或加
熟工作迸行控制。所迷啦源供屯屯路 206 上逐連接一溫度保折屯路

本安施例工作原理是 先將裝有酒的酒瓶直接放入內桶 101 中，
咳酒瓶的瓶的瓶身勻弧狀金屑片 105 接舢，其中，由弧狀金厲片 105
內側投置的溫度感洲裝置 00 直接感洲到酒瓶的瓶身溫度而汁算出
酒安阮溫度，再迸一步通迂數硝昱示屏 401直接反映出來，故，本突
施例勻上迷安施例 、2 相同，同佯是通迂投置溫度高于或低于酒溫
肘迭擇半旱休制冷 熟裝置 200 升始工作狀悉，在此就不再贅迷。鋒
測拭， 。在室溫 25 C的杯境下，首一小吋可將初始酒溫力 25 C的 750m

。白酒或扛酒降溫釣 5 oC 或 30 分綁可將初始酒溫力 5 C的 750m 白酒
或紅酒升溫夠 1 C o

本安施例占上迷寞施例2相比，同梓是通迂溫度感溫裝置感洲弧
狀金厲片溫度宋粒洲勻弧狀金厲片接舢的酒瓶溫度，迸而由半早休制



冷 熟裝置通迂智能控制桶內降溫或升溫之方式，以便將酒瓶中酒稠
整到造宜溫度，使酒的味道具有較佳的口感 也同肘利用數硝昆示直
接反映酒溫狀況，叭而迭到使用方便性之功效。但是，本寞施例半早
休制冷 熟裝置投于金屑桶壁側方 勻安施例 相同 ，且特別注意的
是核桶休力丙介內桶枸成。

綜上三介宴施例所迷，其申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申制冷功能可采
用軟件朴僕法通迂 NT 采集的值 ，咐比酒中心安阮的溫度軟件中加
以糾正 ，而得到能反映酒中心的 L D 昱示值。而加熱功能則采用 P

早通比肘制冷 熟片的加熟吋同控制，可有效地抑制制冷片加熟迂快
而溫差大的特性 ，可稔定地將 L D 昱示溫度控制在要求溫度內。

本友明之技汁重貞在于藉由合理安置溫度感洲裝置、半早休制冷
熱裝置勻桶休向的位置夫系，使其感洲放置于桶內的酒瓶溫度而智
能控制桶內降溫或升溫，以便將酒瓶中酒能移更准碗地凋整到造宜溫
度，使酒的味道具有較佳的口感 同肘通迂溫度感測裝置配合金厲材
辰部件共同配合的情形下感洲酒瓶溫度，能移得到更准碗地反映酒
溫，且迸一步利用數碑昆示直接反映酒溫狀況，伙而迭到使用方便性
之功效。

以上所迷，仗是本友明一神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較佳安施例而
已，井非咐本岌明的技木范園作任何限制，故凡是依据本岌明的技木
宴旗肘以上寞施例所作的任何細微修改、等同交化勻修怖，均仍厲于
本友明技木方案的范園內。



杖 利 要 求

1、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桶休，核桶休由可供酒瓶瓶身插入的內桶以及包覆于咳內桶的

外亮枸成，核內桶包括金厲桶壁和勻核金厲桶壁鉑熟且能移接舢酒瓶
底部的金厲桶底枸成

一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其投置于金肩桶壁勻外克之向的空腔中，
其申咳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包括一半早休制冷 熟片、一散熟模組以及
一用于控制半早休制冷片和散熟模坦工作的咄控制模組枸成，核半早
休制冷 熟片附于金厲桶壁外側上，以控制金厲桶壁的溫度 核散熟
模組投于半早休制冷 熱片的后側

一溫度感洲裝置，其投置于金厲桶底下方，用于感洲金厲桶底的
溫度而同接地了解酒瓶的溫度 核溫度感測裝置占上迷喧控制模組冉

連接 以及，
一教昭控制面板，其嵌投于外克上，咳教碑控制面板由數碉昆示

屏及操臥按鍵坦枸成，咳數碉昱示屏、操叛按鍵組分別丐上迷屯控制
模組咀連接。

入 根据杖利要求 1 所迷一神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其特征在
于 所迷冉控制模組包括咀源供屯咄路、革片析控制系統啦路以及錐
咀器控制屯路，核冉源供屯冉路用于鈴草片杭控制系統屯路和數碉昱
示屏的上屯，而核卓片析控制系統冉路勻溫度感洲裝置、操執按鍵坦、
雛咄器控制喧路冉達接，咳雛塢器控制屯路勻上迷半早休制冷 熟片、
散熟模組冉遵接，其中，由溫度感洲裝置、操臥按鍵坦提供啦珮青哈
草片帆控制系統咀路，鋒卓片杭控制系冉路她理后控制錨屯器控制冉

路工作，迸而由錐屯器控制喧路肘半早休制冷 熟片逝擇制冷或加熟
工作迸行控制。

3、根据杖利要求 2 所迷一神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其特征在
于 所迷冉源供啦屯路上逐連接一溫度保折冉路。

4、根据杖利要求 1 或 2 或 所迷一神智能數硝酒溫控制裝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溫度感洲裝置力感溫錶 。

5、根据杖利要求 或 2 或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迷金厲桶底力鋁材廈。

6、根据杖利要求 1 或 2 或 所迷』神智能數硝酒溫控制裝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迷散熟模坦由散熟轄片和投置于散熟轄片后側的散熟
凡扇枸成。

、根据杖利要求 1 或 2 或 所迷』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述金厲桶壁勻金厲桶底之間具有鋼熱材料屋。

8、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桶休，核桶休由可供酒瓶瓶身插入的內桶以及包覆于核內桶的
外亮枸成，咳內桶由一休拮枸的金厲桶壁和金厲桶底枸成，核金厲桶
壁內側上愚投有一勻金屑桶壁同餡熱且能移接蝕酒瓶外側的彈性金
厲臂

5 一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其沒置于金厲桶底勻外亮之同的空腔中，
其中核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包括一半早休制伶 熟片、一散熱模組以及
一用于控制半早休制冷 熟片和散熟模坦工作的冉控制模銅枸成，核
半早休制冷 熟片附于金厲桶底下方上，以控制金厲桶底的溫度 咳
散熟模狙投于半早休制伶 熟片的下方

1 溫度感測裝置，其投置于彈性金屑臂內側，用于感洲彈性金厲
臂的溫度而何接地了解酒瓶的溫度 咳溫度感洲裝置勻上迷屯控制模
組啦達接 以及，

一數昭控制面板，其嵌沒于外克上，核數硝控制面板由數碉昱示
屏及操叛按鍵組枸成，咳教昭昆示屏、操臥按鍵組分別勻上迷屯控制

15 模坦咄連接。
9、根据杖利要求 8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其特征在

于 所述咄控制模組包括屯源供冉屯路、草片析控制系統屯路以及雛
冉器控制祠路，核屯源供冉祠路用于洽革片帆控制系統冉路和數碉昱
示屏的上咄，而咳草片析控制系統屯路勻溫度感洲裝置、操叛按鍵組、

20 錐冉器控制冉路咀連接，咳雛咀器控制冉路勻上迷半早休制冷 熟片、
散熟模坦屯連接，其申，由溫度感洲裝置、操圳按鍵組提供屯珮弓拾
羊片棚控制系統屯路，鋒車片棚控制系冉路她理后控制鑑屯器控制喧
路工作，迸而由錐啦器控制屯路肘半早休制冷 熱片迭擇制冷或加熟
工作迸行控制。

25 0、根据杖利要求 9 所迷一神智能數碑酒溫控制裝置，其特征在
于 所迷冉源供祠咄路上逐連接一溫度保折喧路 。

1、根据杖利要求 8 或 9 或 10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迷溫度感洲裝置力感溫找。

12、根据杖利要求 8 或 9 或 10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
30 其特征在于 所迷彈性金厲臂力偶材旗。

13、根据杖利要求 8 或 9 或 10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
其特征在于 所迷散熱模坦由散熱轄片和投置于散熱轄片后側的散熟
爪扇枸成。

4、根据杖利要求 8 或 9 或 10 所述一神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
35 其特征在于 所迷金厲桶壁勻彈性金厲臂之同具有鈍熟材料屋。

1 、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置，其特征在于 包括
一桶休，咳桶伸由丙介井列投置且用以供酒瓶瓶身插入的內桶以

及包覆于核兩介內桶的外亮枸成，每介內桶由一休鈷枸的金厲桶壁和



金厲桶底枸成，核金厲桶壁內側上固投有一勻金厲桶壁間銷熟且能移
接舢酒瓶外側的弧狀金厲片

一半早休制冷 熟裝置，其投置于金屑桶壁勻外亮之同的空腔中，
其中核半早休制伶 熱裝置包括丙抉半早休制冷 熟片、兩介散熟模組

5 以及一用于控制上迷各半早休制冷 熟片和散熟模組工作的咀控制模
組枸成，咳兩抉半早休制冷 熟片附于相肘匝的金屑桶壁外側上，以

控制各金厲桶壁的溫度 核兩介散熟模狙分別投于相肘匝的半早休制
伶 熟片后側

丙溫度感洲裝置，其分別肘匝投置于上迷兩介內桶申的弧狀金厲
10 片內側，用于感洲弧狀金厲片的溫度而同接地了解酒瓶的溫度 核溫

度感洲裝置勻上迷咀控制模坦咄連接 以及，
一教碉控制面板，其嵌投于外亮上，核數硝控制面板由數硝昆示

屏及操臥按鍵坦枸成，核教硝昆示屏、操圳按鍵組分別占上迷冉控制
模組祠連接。

15 6、根据杖利要求 5 所迷一神智能數昭酒溫控制裝置，其特征
在于 所迷咄控制模組包括屯源供咀屯路、羊片析控制系統喧路以及
兩介雛咀器控制屯路，咳咀源供冉冉路用于哈羊片析控制系統冉路和
數硝昆示屏的上屯，而咳車片析控制系統冉路勻溫度感洲裝置、操執
按鍵組、兩介錐屯器控制冉路屯連接，核兩介鑑咀器控制屯路占上迷

20 肘匝的半早休制冷 熟片、散熟模組屯達接，其中，由溫度感測裝置、
操執按鍵組提供咀珮骨鎗草片析控制系統屯路，鋒單片帆控制系屯路
她理后控制上迷兩介錐屯器控制屯路工作，迸而由各鑑冉器控制屯路

17、根据杖利要求 16 所迷一神智能數硝酒溫控制裝置，其特征
25 在于 所迷喧源供啦冉路上逐連接一溫度保折屯路。

18、根据杖利要求 15 或 6 或 17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
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溫度感洲裝置力感溫鐵。

19、根据杖利要求 1 或 6 或 17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
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弧狀金屑片力館材廈。

30 20、根据杖利要求 5 或 16 或 17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
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散熱模組由散熱轄片和投置于散熟轄片后側的
散熟凡扇枸成。

2 1、根据杖利要求 1 或 16 或 17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
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金厲桶壁勻弧狀金厲片之同具有鉑熟材料屋。

35 22、根据杖利要求 15 或 16 或 1 所迷一神智能數碉酒溫控制裝
置，其特征在于 所迷金厲桶壁上投置有用于卡紫酒瓶的彈性卡掣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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